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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很多女性怀孕时是焦虑的，生
产时是恐惧的，生产后是抑郁的，这其中
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没有做好成为妈
妈的心理和知识准备。从女性怀孕的胎
儿期（280天）到宝宝出生之后的2岁（720
天），这1000天被世界卫生组织定义为一
个人生长发育的“机遇窗口期”。生命早
期 1000 天，妈妈应该如何呵护自己和宝
宝的身心健康？

“有很多人问，怀孕了注意什么呢？
我说怀孕了要注意学习，因为当妈妈是要
不断学习的。”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教授
马良坤指出，做一个身心健康的妈妈，养
育一个健康的孩子，要从很早的时期就开
始学会如何去做。

在近日举行的生命早期1000天母婴
营养与健康高峰论坛上，专家们围绕生命
早期1000天的母婴健康问题展开了讨论。

“1000天看起来不太长，却是奠定生
长发育基础的关键时期。”中国医师协会
新生儿科医师分会会长、解放军总医院第

七医学中心附属八一儿童医院院长封志
纯表示，今年 6 月，中华围产医学杂志发
文显示，妊娠期糖尿病发病率与各种母婴
并发症密切相关，且远期危害重大。孕期
饮食结构不合理等导致的营养不良会造
成孕妇贫血、浮肿等，还会导致胎儿生长
发育迟缓、先天畸形、脑发育受损等情况。

“孕期保健以及孕前健康关系到两代
人健康”，中华预防医学会生命早期发育
与疾病防控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北京大
学第一医院妇产科主任杨慧霞列举了国
外一些研究成果：去年，美国医学会杂志
等发布的产后长期随访性文章显示，母亲
妊娠期轻度的血糖高如果未加以控制，她
的后代将来糖代谢异常肥胖的风险会增
加，本身发展为糖尿病的几率也会增加。

如果对高血糖开展控制，其后代患糖
尿病以及代谢综合征的风险将会下降。

“很多人对孕期保健的印象还停留在‘吃
什么有营养’上，但这并不算就健康了”，
杨慧霞指出，目前影响到后代健康的，贫

困地区主要是母亲营养不良，大城市更多
则是营养过剩。此外，还有父亲的身体状
况、辅助生殖技术等都是重要因素，因此
并不只是妊娠期“吃好喝好”的问题。

除了孕期，哺乳期也很重要。专家介
绍，婴儿是人一生中生长发育最快的时
期，也是大脑发育关键期。新生儿刚出生
时，大脑只有成人的 36%，到一岁时就达
到了72%。孩子出生以后到两周岁，该阶
段的良好营养和科学喂养是儿童近期和
远期健康最重要的保障。专家建议提倡
母乳喂养，因为母乳中适宜的营养既能给
婴儿提供充足而适量的能量，又能避免过
度喂养，降低过敏类疾病的发生几率。

生命早期1000天对孩子的一生至关
重要，而妈妈对营养与疾病的认识往往决
定了宝宝在这1000天是否能够得到良好
发育。总体来说，婴儿期妈妈比儿童期妈
妈对于育儿知识的需求更旺盛，特别是在
宝宝营养和生长发育方面。因此，加强母
婴知识的标准化和科教互联网化显得很

重要、很迫切。
“母婴科普知识的传播，最重要的还

是在内容”，中国营养学会体重管理教练
培训导师金紫亦提到，3年前，她接触到的
妈妈们对于产后恢复知识还不太了解，对
于仅需靠运动和合理膳食调整就能瘦下
来表示吃惊。而现在随着互联网的发展，
很多妈妈们已经掌握了相当多的孕产管
理知识。可以说，互联网科普进步给妈妈
们带来巨大改变。

“现在的妈妈们更擅长利用互联网学
习母婴知识”，润东云智能科技项目负责
人朱志东表示，但网络信息繁杂，难以辨
别筛选，给新手妈妈们带来不少困惑。

“学术机构、医生、媒体等需要发挥各
自专长，把生命早期 1000 天的营养健康
与疾病防控做好，并利用互联网的技术优
势，把科学、系统的育儿知识转化成智能
化的健康管理与服务，用专业与科技推动
母婴健康行动，探索出一条全新的母婴智
能化健康管理模式。”封志纯说。

关爱生命，从早期 1000 天开始
本报记者 吴佳佳

最近，关于摩尔定律何时会失效的话题，成为不少
芯片制造商谈论的热点。由于这一定律被半导体行业
当作金科玉律，它今后命运何去何从，引发不少业界人
士关注。

1965年，美国英特尔公司联合创始人戈登·摩尔
博士著文指出，芯片中晶体管的数量每年会翻番，半导
体的性能与容量将以指数式增长，这就是摩尔定律的
雏形。1975年，摩尔博士修正了该定律为：每隔24个
月，晶体管的数量将翻番。晶体管数量翻倍带来的好
处就是：更快、更小、更便宜。这就引出了摩尔定律的
经济学效益——对芯片来说，集成度越高，晶体管的价
格就越便宜。摩尔定律并不是物理法则，也不是一种
科学理论，而是对芯片发展趋势的一种分析预测。

当摩尔博士提出这一定律时，集成电路刚刚问世
7年，这一预测在当时非常具有前瞻性。回顾计算机
的发展历程，50多年来的事实证明：摩尔博士的预言
是准确的。尽管，晶体管数量翻番的周期已经从最初
的1年增加到了如今的两年，但摩尔定律依然有效，而
且成为推动芯片技术发展的一大动力。

摩尔定律是信息技术发展的指路明灯。这一定律
不仅揭示了信息技术进步的速度，还揭示了计算机学
科的内涵及其发展规律。计算机从神秘不可近的庞然
大物变成多数人不可或缺的工具，信息技术由实验室
进入无数个普通家庭，互联网将全世界联系起来，多媒
体视听设备丰富着每个人的生活……可以说，摩尔定
律决定了信息技术的变化在加速，而技术与产品的创
新大致按照这一定律的节奏——超前者多数成为先
锋，落后者则容易被淘汰。

这一切背后的动力都是半导体芯片。如果按照旧有
方式将晶体管、电阻和电容分别安装在电路板上，那么不
仅个人计算机和移动通信不会出现，连基因组研究、计算
机辅助设计和制造等新科技更不可能问世。有关专家指
出，摩尔定律已不仅仅是针对芯片技术的法则，它在未来
很可能扩展到无线技术、光学技术、传感器技术等领域，
成为人们在未知领域探索和创新的指导思想。

由于芯片技术的快速发展，摩尔定律受到了一定
限制，主要包括随着更多晶体管被装入芯片当中，相应
会出现电子能量外泄和热量散发的现象。摩尔博士曾
经表示，随着越来越多的集成电路被集中到小小的空
间之内，设计人员必须集中精力研究克服能量外泄和
减少散热的课题。

毫无疑问，摩尔定律对整个世界意义深远。不过，
随着晶体管电路逐渐接近性能极限，这一定律将会走
到尽头。它究竟何时会失效？多年来，专家们对这一
问题众说纷纭。其实早在1995年美国芝加哥举行的
信息技术国际研讨会上，美国科学家杰克·基尔比博士
就表示，5纳米处理器的出现或将终结摩尔定律。中
国科学家及未来学家周海中教授在此次研讨会上预
言，由于纳米技术的快速发展，30年后摩尔定律很可
能就会失效。前不久，摩尔博士认为这一定律到2020
年就会黯然失色。一些专家最近指出，即使摩尔定律
寿终正寝，信息技术前进的步伐也不会变慢，因为量子
计算时代已经到来。

不管怎样，摩尔定律自从问世以来，一直引领着信
息技术向前发展，而整个科技进程也沿着它的预测前
进。它将激励人们不断创新科技，让生活更加美好。

（作者系美国佐治亚理工学院博士后）

作为对芯片发展趋势的重要分析预测——

摩尔定律何时会失效
吴 斌

本报讯 记者喻剑报道：近日，深圳宝德计算机系
统有限公司（简称“宝德”）与英特尔发布新品——新型
AI推理系统，宣布2019年智慧计算系统全面升级。

人工智能的推理计算正惠及人类生产生活的方方
面面，例如：消费者在智能超市中“刷脸”支付，医生用
视觉模式识别检测皮肤癌……同时，随着庞大机器学
习系统带来算法训练的大规模应用，AI推理处理需求
急剧增长。“人工智能时代的机器知识可以被深度学习
技术感知，而这需要用推理来实现，对计算机系统的算
力提出了较高要求。”国防科技大学教授窦勇说。

基于新型AI推理系统的AI服务器，将为AI工作
负载提供强有力的软硬件支撑。“我们的新型系统能够
基于所有的框架，为图像和语音识别、自然语言处理、
神经机器翻译、视觉搜索、情感分析、推荐系统和个性
化建议等各种人工智能工作负载提供快速且高效的推
理运算。”宝德公司总经理马竹茂表示。

此外，该系统采用了第二代英特尔可扩展处理器，
大大加速了人工智能的推理负载，使性能提升了 3
倍。比如在人脸识别方面，该服务器可以通过特征提
取和搜索对比，实现快速响应、可靠的数据运算；通过在
线推理和内容审查，可实现大量用户访问时的可靠运
行。未来，AI将是传统企业转型的重要方向。面对巨大
市场，服务器行业正纷纷发力AI服务器领域。

新型AI服务器助智慧计算系统升级

在日前举行的第34届国际超级计算大会上，华为
公司展台工作人员在展示AI加速模块。（新华社发）

顶级学术期刊《自然》7月18日发表一
篇论文，展现了一种强有力的灭蚊新工
具。中山大学—密歇根州立大学热带病虫
媒控制联合研究中心主任奚志勇团队在广
州两个实验区域，放飞大量经过辐射加共
生菌感染双重手段处理的雄蚊，以蚊治蚊，
实现了对实验区域内可传播登革热、寨卡
病毒的野生白纹伊蚊种群的清除。

这种灭蚊新工具是什么原理？靠谱
吗？什么时候能投入大规模应用？请看
经济日报记者采写的报道。

以蚊治蚊的两条路线

以蚊治蚊其实就是科学家们想尽办
法给蚊群绝育，它绿色环保，无需杀虫药，
也不用担心蚊子产生抗药性。但以蚊治
蚊也有不同的技术路线。

一种是辐射法。上世纪 50 年代，科
学家们使用放射性辐照去处理果蝇和螺
旋锥蝇等害虫的幼虫，然后选出那些不育
的雄虫大量放飞，野外的雌虫与它们交配
就无法产生后代，收到良好灭蝇效果，成
功压制了害虫的种群规模。然而，这个技
术能搞定蝇类，却不能搞定蚊子。科学家
们在蚊子身上做同样实验时发现，被辐射
过的不育雄蚊子们，对野外生活的适应力
下降了，对野生雌蚊子的吸引力更是严重
下降，根本竞争不过野生雄蚊子，达不到
消灭蚊群的目的。

另一种是感染法。共生菌沃尔巴克
氏菌生活在昆虫宿主的细胞中，经母亲传

给下一代，并影响宿主的繁殖。科学家们
让雄蚊子感染一种沃尔巴克氏体菌株，再
大量放飞。这种感染不会降低雄蚊子的
交配竞争力，因此可以与野生雌蚊子实现
正常交配产卵。但沃尔巴克氏体感染会
导致胞质不相容性，令这些蚊卵在胚胎发
育早期死亡，不能孵出蚊子幼虫。这样就
达到了给蚊群绝育的目的。

值得一提的是，奚志勇正是该灭蚊技
术首创者。2005年，他在全球首次建立以
显微胚胎注射法在蚊媒中转染沃尔巴克
氏体的技术，并以第一作者身份在《科学》
上发表该研究成果，引发了该领域的研究
热潮；2009年，他与国际同行同时首次发
现沃尔巴克氏体可直接抗登革热病毒。

但感染法也存在缺陷。“胞质不相容
性，就好像血型不配对。雄蚊感染，雌蚊
不感染，就没有下一代。雌蚊感染，下一
代就感染。但如果雌蚊雄蚊都携带同种
菌株，他们就能正常产生下一代。因此，
放飞的被感染蚊子只能是雄蚊，不能夹有
雌蚊。”奚志勇说。

然而，在大规模生产这种带菌蚊子的
“蚊子工厂”中，要做到没有一只漏网雌
蚊，很难。而只要有少量雌蚊漏网，种群
压制的效果就会被破坏。“仅用这种方法，
只能达到 70%的种群压制。如果追求种
群清除，放飞更多雄蚊，可能会有更多漏
网的感染雌蚊产生下一代，导致整个种群
压制效果的失去。”奚志勇说。

在广州，有一个世界最大规模的“蚊
子工厂”。一般来讲，大规模机械分离蚊
子的雌蛹和雄蛹，只是依据其大小差异，
这会带来大约 0.2%至 0.5%的雌蚊感染
率，还需要二次人工筛选去除掉雌蛹。这
种劳动密集的人工筛选会大大限制蚊子
产量，并且不能保证万无一失。

对此，奚志勇团队想出了把感染法和
辐射法结合起来的新办法：首先，他们建
立了携带 3 种沃尔巴克氏菌株的白纹伊
蚊。广东的野生白纹伊蚊，本身即天然含
有两种沃尔巴克氏体菌株。而三重感染
的好处，一是通过放飞的感染雄蚊与野生
雌蚊交配诱导其绝育；二是可以极大抑制
登革热病毒和寨卡病毒，增强技术的安全
性。然后，他们对机械筛选过的蚊蛹采用
低剂量辐射，这可使雌蚊不育，但只会轻
微影响其交配竞争力。这样就可以取代
人工筛选，极大提高了产能，并获得更好
的种群压制效果。

其实给蚊子做不育的技术路线，还有
一种是转基因。但为什么不用转基因技

术呢？转基因蚊的大众接受度低，目前世
界上仅有极少数国家允许释放转基因蚊，
中国仍不允许。“最关键一点，现有的转基
因蚊技术没有我们的技术效果好。”奚志
勇教授自豪地说。

效果卓著的实地试验

感染法和辐射法结合起来后，实际灭
蚊效果如何？

奚志勇团队在广州疾控中心的支持
下开展了大规模实地试验，取得了显著效
果。广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张周
斌介绍，他们早在2012年就开始合作，负
责研究项目在广州试验点的筛选、确定、
监测，以及社区教育。真正做两种技术结
合的灭蚊实验，则是从 2014 年开始。“我
们在广州市南沙区黄阁镇沙仔岛与番禺
区石碁镇大刀沙村，陆续开展项目研究。”

沙仔岛和大刀沙村都是江中沙洲岛
地形，比较孤立，能更明显地看出实验效
果。在繁殖高峰期，“蚊子工厂”每周产生
500多万只雄蚊，试验地点每周每公顷释
放16万多只蚊子。

“经过实验我们发现，2年就能达到接
近根除靶标蚊种的效果。年度平均压制
效果达到90%以上。”奚志勇说。

实验也进一步完善了灭蚊技术细节，
验证了此前的许多科学猜测。比如，释放
雄蚊与野生雄蚊的比例。研究团队事先用
数学模型和半野外笼子研究，算出带菌雄
蚊对野生雄蚊数量达到5：1的比例，即可
保证种群压制。研究发现，采取这一比例，
在实验室条件下连续释放三代到四代带菌
雄蚊即能根除蚊子种群，而野外释放由于
会有外来蚊虫的迁入，以及储存在自然界
的能存活1年至2年的白纹伊蚊卵，就需要
更长一些时间达到种群压制效果。

奚志勇说：“随着蚊子压制效果的增
加，居民社区对该技术的支持度也显著增
加。未来，我们希望将此技术作为一种绿
色环保的灭蚊手段向全球推广。”

实验还确认了这种技术对寨卡病毒
的抑制作用。广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副主任林立丰介绍，2016 年 3 月 1 日，广
东省启动了防治寨卡病的攻关项目。经
过研究发现，白纹伊蚊会传播寨卡病毒，
但在感染沃尔巴克氏体菌株的白纹伊蚊
中，沃尔巴克氏体菌株对寨卡病毒的增殖
有抑制作用，同时也可以抑制寨卡病毒经
卵传递到下一代蚊虫的能力。

“白纹伊蚊能传播什么疾病，这个技术

就能让我们预防相应疾病。”林立丰表示，
期待该项目的持续研究和更大范围应用。

“该试验几乎将一种难以控制的病媒
蚊子从试验点消灭了，这是值得注意的。”
美国乔治城大学皮特·安布鲁斯特教授在
同期的《自然》发表评论文章说：“他们的
工作表现出实质性进展，并展示了一种能
预防蚊媒传染病的潜在强有力工具。”

还有多久能投入应用

用这种方法来灭蚊，成本高吗？“目
前，每公顷每年要投入108美元至163美
元，这与传统用昆虫绝育技术来控制农业
害虫的成本非常接近，是一个比较可行的
价格方案。”奚志勇说。此外，广州的“蚊
子工厂”过去采用一代技术，一周产 500
万只雄蚊；2018年后改进生产环节，现有
二代生产线的自动化程度极大提高，每周
可产1000万只雄蚊。

那么，该技术何时能投入使用？“我们
已向农业农村部申请报批，将它作为微生
物杀虫剂来使用。”奚志勇说，团队正根据
相关要求递交一系列数据，等该技术获得
批准，拿到农药登记证，就可以开展商业
化应用了。“预计未来1年到3年内就可以
投入使用。”

疾控部门会采用这种技术吗？“这个
理论和技术对于广东省的蚊虫防控非常
有利。近几年，广东省的登革热疫情持续
发生，由于没有疫苗和特效药，只能通过
灭蚊控制传播。但现在面临的问题是，经
常使用杀虫剂，导致蚊虫产生耐药性，防
控效果受到一定影响。我们需要采取绿
色、环保、有效的新技术，而人工感染沃尔
巴克氏体雄蚊的投放，正是这样的技术。”
林立丰说。

那么，该技术还能进一步优化吗？“目
前，我们已开始研究将该技术用于城市中
的登革热高风险点控制。在实战中，我们
有许多新的收获。”奚志勇说，城市环境比
最初做实验的沙仔岛复杂得多，团队正在
研究该技术在高楼大厦和城中村这两种
代表性环境下的应用。比如，无人机项目
已开展了一年多，这种无人机将可以适应
城中村复杂环境并用于带菌雄蚊投放。

“无论从种群压制效果、菌株对传染病毒
的抑制效果，还是从其他多种指标来看，
目前我们的技术都是最好的。”奚志勇说。

三重感染加辐射！为给蚊子绝育，科
学家们真是操碎了心。期待人们免受“蚊
扰”的苦恼。

独辟蹊径，效果明显——

我国科学家发现强力灭蚊新工具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佘惠敏

一直以来，蚊子都是夏

天最讨厌的害虫，吸人血，传

播疾病，还很难被杀灭。日

前，我国科学家传来好消息：

通过放飞经过辐射加共生菌

感染双重手段处理的雄蚊，

以蚊治蚊，清除了实验区域

内可传播登革热、寨卡病毒

的野生白纹伊蚊种群，让人

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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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代每周生产 3000 万沃尔巴克氏
体的幼虫车间。 （资料图片）


